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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天气预报：14日：晴到多云，局部阵雨，偏北风1～2级，25～36℃；15日：晴到多云，局部阵雨，偏北风1～2级，25～35℃；16日：晴到多云，偏北风1～2级，26～37℃。明天相对湿度：45～90%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
员杨昌报道：13至14日，市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小兵带领
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等部门
负责人先后赴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科技发展中心、上海交通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
和有关科研服务机构开展“院
士专家咸宁行”项目洽谈对接
活动，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有
关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徐小兵指出，真诚邀请上
海的专家人才到咸宁走一走，
看一看，为咸宁发展传经送宝、
把脉问诊，争取在人才引进合
作交流方面深入合作。相关部
门要坚持“为发展引才、引才为
发展”的工作理念，紧贴市委市

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咸宁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提升做好招才引
智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特别是要紧紧围绕我市产
业发展需要，增强项目与人才需
求的精准对接，做好院士专家咸
宁行的各项准备和服务工作。

上海相关高校和科研服务
机构有关负责人纷纷表示，咸
宁区位优势显著、产业发展迅
猛，愿意与我市在项目合作和
人才引进交流等方面建立长效
机制，推进共赢合作。

据悉，今年将于10月下旬
组织开展“上海院士专家咸宁
行”活动。在沪期间，我市还组
织五个驻外人才工作联络站召
开了“站点引才”工作交流会。

市领导带队赴沪

洽谈人才引进和交流合作

本报讯 记者杜培清、实习生佘
浩志、罗欢欢报道：近日，联动云租车
出现在咸宁城区街头。然而，这种共
享汽车在为市民带来出行便利的同
时，存在乱停乱放等问题。

昨日，记者在市博物馆、市体育馆
等处，均看到停放有联动云共享汽车，
通过扫描汽车上的二维码标识，下载
APP，然后注册并登录，通过上传身份
证、驾驶证、人脸识别进行实名验证
后，缴纳充值押金999元，或申请免押
用车，即可选择用车模式。

共享汽车不属于个人，而是像公
共自行车一样方便借用，但乱停乱放
的现象给市民和管理部门带来了困
扰。

从上周到目前，市城管执法委城
区机动车停车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巡
查时，发现了四辆违法停放的共享汽
车，在联系不上联动云租车公司和租

车人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将车辆进行
了拖移，但这之后一直没有人去认领。

“联动云租车没有在我们单位报
备，据APP上网点显示，永安、温泉城
区投放的共享汽车在100辆左右。我
们人力物力有限，只能做拖移处理，但
后期无法联系上该公司，很头疼。”该
中心工作人员说。

据公开资料，联动云租车隶属于
联动云出行集团，总部位于深圳，已入
驻全国100余座城市。

记者拨打了联动云24小时服务热
线，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在APP联系在
线客服，只有人工智能回复，无法联系
到片区负责人。

随后，记者致电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两个部门均表
示共享汽车不归自己管理。

“经运管处核实，联动云租车武汉
分公司已在江岸区运管所备案，目前

还没有到我局备案，我们正在与江岸
区运管所取得联系，准备找到咸宁
片区的负责人。但是，运管所对共
享汽车只有备案权，无监理权。关

于共享汽车管理，也没有明确的文件
规定，我们也不知道归哪个部门管
理。”采访中，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工作
人员回复说。

咸宁街头出现共享汽车
方便同时存在管理空白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特
约记者李星报道：8日，咸安区
印发《咸安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问责办法（试行）》，进一
步强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责
任，促进党员干部正确履责。

在该《问责办法》中，对单
位的问责方式主要涵盖责令限
期整改、通报批评、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取消文明单位称号、取
消单位党建各类评先资格共五
项；对个人的问责方式则包括
批评教育、通报约谈、停职检
查、移交纪检监委给予纪律处
分等共八项，问责方式可以单
独或者合并使用。

“当前，我区创文工作已经
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要想确
保全省文明城市的荣誉称号，
拿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提名
资格，必须紧盯目标，破釜沉
舟、背水一战。”咸安区委书记
李文波表示。

日前，该区进一步强化机
构，将创文办的“一办四组”扩
充为“一办八组”，特别新增督
导问责组，用于问责倒逼责任
落实、工作落实。督导问责组
将结合明查、暗访、经常性督
查、点对点督查等多种方式，既
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又查
认识、查责任、查作风。

咸安印发《问责办法》

强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责任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
员聂爱阳报道：为进一步提升
赤壁市公交服务能力，方便市
民畅通出行。6日，赤壁市在高
新区华舟应急装备产业园隆重
举行60台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
上线运营仪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高新区
入驻的企业越来越多。原有9
路公交车因车身相对短，空间
小，已经满足不了高新产业区
企业员工出行需求，赤壁市公

交集团在赤壁市委市政府的高
度重视与强力支持下，采购了
60台国内一线品牌的新能源纯
电动车。

据了解，此次上线的纯电动
公交车具有新能源，零排放，零
噪音，节能环保等特征，是目前
国内档次最高，功能最全的一款
新型公交车，将彻底解决高新区
企业员工上下班拥挤、出行难的
问题，为员工提供优质、安全、快
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

赤壁60台新能源公交车上线

服务高新区员工出行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
讯员柯国强报道：日前，通山警
方成功破获一起利用网络平台
实施诈骗犯罪的案件，抓获犯
罪分子1名，带破案件37起，挽
回群众损失近4万元。

4月 10日，通山县公安局
东城派出所接到一个从安徽省
芜湖市打来的报警电话称，自
己在“闲鱼”交易平台上出售一
部手机，一自称是咸宁市高级
技工学校的徐姓学生购买后，
又声称手机质量有问题，要求
互相退款退货。哪知，自己退
款后没有收到寄回的手机，也
联系不上对方。查询物流信息
后发现，收件地点为“顺丰速
运”湖北通山厦铺联系点，于是

致电湖北通山警方报警。
接到报案后，通山警方经

过细致侦查，发现厦铺镇徐某
自2018年以来，在网上买卖手
机十分频繁，涉及十多个省市，
数量达100多次。民警对全国
100多名与徐某有手机交易的
受骗嫌疑人进行电话调查，确
认徐某共实施诈骗案件40起，
骗 得 手 机 40 部 ，折 合 价 值
38219元。

经大量反复工作，所有受
害人均配合完成报案材料和相
关笔录。徐某家属向受害人全
额退还了诈骗的手机款。

8月5日，嫌疑人徐某被移
送起诉，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之
中。

诈骗手机40部 涉案10多个省

通山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诈骗案

原本是供附近居民倾倒垃圾的
塑料垃圾桶，却被餐饮店当成了泔水
桶，随意倾倒剩菜剩饭，结果污水四
处横流，不仅臭味逼人，还滋生了大
量蚊蝇……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发
现，垃圾清运情况令人堪忧。

垃圾桶：无垃圾袋，污水横流

“这条路上有很多餐馆饭店太不
注意卫生，将泔水直接倒在路边的
垃圾桶里，现在天气这么炎热，饭菜
的油汤流得满地都是，十分恶心。”
15日下午1点半左右，潜山商业街，
市民张先生说到周边的垃圾桶就直
摇头。

记者沿着潜山商业街步行，发现
情况确实如张先生所说，垃圾桶不
多，都没有盖子，也没有套上黑色塑

料袋。几乎所有的垃圾桶里都装满
了垃圾，污水一直流到路上。

“现在天气炎热，污水又脏又臭，
实在让人难忍受，每次路过都要绕着
走，生怕污水脏了自己的鞋和裤子。”
张先生说。

附近环卫工人告诉记者，这里的
垃圾桶每天都清运，但由于周边有好
几家饭店餐馆，餐厨垃圾和污水多，
有的饭店不注意直接将这些垃圾倒
进垃圾桶。

“垃圾桶都是塑料做的，有的垃
圾桶用的时间长了，底下漏水了，污
水就从垃圾桶流出来。”环卫工人说，
虽然很脏，但是目前也没有好的办
法，只能让餐馆饭店多注意，不要往
垃圾桶倒泔水。

记者随后走访了博仁中百路口

至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教育局正对
面湖北科技学院大门西边路段、体
育中心对面大桥李巷、中百仓储停
车场入口背后步行街、肯德基门口
公交车站等地，发现这些路段的垃
圾桶周围也是污水横流、污秽不堪
也没有垃圾袋。

垃圾车：随意停放，油污洒漏

15日上午，记者在银泉大道、咸
宁大道、长安大道、马柏大道等主干
道，看到垃圾清运车的身影，只见它
们在马路边随意停放，没有指定地点
划线停放。

在温泉桂花路路段，记者看到路
面上有清晰的洒漏油污的痕迹，油污
占据了路口一半的面积，而不远处，
一辆垃圾清运车正在清理路边垃圾
桶里的垃圾。

“倾倒的油污已经顺着垃圾桶
流了出来，离着老远就能闻到酸臭
味……”市民李女士说，她早上步行
上班时，经常碰到垃圾车清运垃圾，
都会闻到一阵垃圾发酵的酸臭味。

“我之前骑车经过这里，就因为
路面很滑，摔倒过。”附近居民阮女士
说，路面的油污都是运送垃圾的环卫
车所滴漏，周边有好几家餐馆，每天
产生的垃圾不少。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垃圾车里垃
圾量大、垃圾发酵快、残液多，极易产
生臭味、滋生蚊蝇，严重影响周边环
境，居民反映投诉强烈。

在银泉大道绿洲湾路段，记者看
到一辆垃圾清运车刚刚清理完垃
圾。只见垃圾车尾处不停地在流污
水，马路上滴的全是黑色的油污。

洒水车：高峰作业，路面拥堵

在走访中，许多市民向记者反
映，早中晚高峰上下班，经常碰到洒
水车在路上慢悠悠地作业，后面的车
被堵一路。经过旁边时，车还被溅了
好多泥点。

“天天上班洒一路，哪管春夏与
秋冬。”提到洒水车，市民曹先生忍不
住抱怨。

15日上午8时许，正值早高峰，
他驾车途经贺胜路路段时，就碰到一
辆缓慢行驶的洒水车，后面堵了不少
车辆。他认为，城市需要清洁是不
错，但不能因此造成交通拥堵。

“每日早高峰，它们就会相约走
上街头，或慢悠悠地洒水，或干脆停
车作业。”曹先生告诉记者，这段时
间，他几乎天天早上都会在贺胜路和
咸宁大道上见到有洒水车作业。

“我把车窗关好，否则水必定喷
进来。可是洒水车水压特别大，我从
周围车道超越时，前面挡风玻璃立马
看不见了，上面都是水，这样很不安
全。”市民刘先生说，他抵达公司停好
车发现，前几天刚洗好的车都被喷脏
了。洒水车洒水是好事，可是能不能
避开上下班顶峰期，以减少对市民出
行的影响？

记者调查发现，洒水车、垃圾车、
喷雾降尘洒水车、清扫清洗养护车等
作业车辆在路上往往行驶速度慢，时
常造成某一条车道堵车，甚至会占用
两条车道。被堵在后面的驾驶人易
失去耐心，随意乱穿插现象时有发
生。极少数作业车辆因未悬挂号牌，
甚至在行驶过程中产生闯红灯、逆行
等交通违法行为。

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文明创建进行时

垃圾清运：污水横流臭味逼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本报讯 记者阮泽华报
道:15日上午，市五届人大财经
委第十五次全体会议召开，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李逸章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查咸宁市
2019年上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2018年市级财
政决算和2019年上半年预算执

行及预算调整情况、2018年市
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工作情况；审议并表
决通过了《咸宁市人民代表大
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18年
市级财政决算的审查报告》、
《咸宁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关于2019年市级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

市五届人大财经委

审查上半年预算执行及调整情况

完善基础
服务园区
8月8日，赤壁市高新区中伙光谷

纵五路，大型机械正在平整绿化带，为
植绿做准备。

近年来，赤壁高新区中火板块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实施“二横
三纵三延伸”路网配套建设工程，完成
4条35KV专线改建，完善水、电、路、讯
及物流保障，全力服务园区建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王小军 摄


